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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主后 2015年 10 月 18 日-2015 年 10 月 24日 

近期大事 

1. 冬季训练将于 12/21-12/26在加州 Anaheim 举行, 

报名截止于 11/1，请有心愿的圣徒尽快找季东弟兄

报名！ 

2. 美东秋季特会将于 10/30 晚上－11/1 中午在

Franklin 召会举行，鼓励弟兄姊妹积极参加。 

3. 石弟兄于 10/15 再次手术，因为心包继续积水，确

诊是病菌感染引发，没有 TB。这次装了导管排积水

，目前心脏稳定。10/16 日冬青的三弟从北京赶来开

始照顾他。请大家继续为石弟兄的完全康复代祷。 

4. 10/17 有两位青少年受浸归主：Jenny Jin 和 

Shine Wang。感谢赞美主！ 

5. Lawrence 区于 10 月 17 日在 Tyler State Park 有

甜美的野餐郊游相调。 

6. West Windsor 区将于 10/24（周六）11－3 点在

Duke Farms 公园野餐郊游相调，地址：1112 Dukes 

Pkwy W, Hillsborough, NJ 08844。欢迎弟兄姊妹

积极参与，并广邀朋友参加。感谢主！ 

其它报告 

1. 晨兴追求：出埃及记 

2. 小排的追求进度：出埃及记二十四、二十五章 

3. 生命读经追求: 

http://mswe1.org/reading/2013/ls_reading1 

4. 新旧约圣经恢复本一年一遍本周进度: 

http://rsgamen.org 

代祷事项 

1. 请圣徒为召会年长的弟兄姊妹的身体祷告。 

2. 请圣徒为 Hamilton 召会的福音、多结果子祷告。 

3. 请圣徒为青少年的聚会和牧养祷告。 

4. 请圣徒为晨兴网普及祷告。 

5. 为各位身体上有需求的圣徒代祷。 

6. 请为服侍弟兄们代祷。愿弟兄们同心合意，奉献全

人，带头享受主，服事召会。 

7. 请继续为 Montessori School 的招生，老师配备等

事宜代祷。 

8. 请为英文组以及青少年组的工作开展代祷。 

9. 请为召会的探访负担代祷，加强弟兄姊妹的属灵和

生活的连接，更好的坚固圣徒过正常的召会生活。 

聚会统计 

 

 

第二十三篇：耶和华的使者引领祂的百姓得着应许之地 

 
出 23:20 -33 看哪，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，在路上保护你，

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。你要在祂面前谨慎，听从祂的话；

不可违背祂，因祂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；因为我的名在祂里

面。 你若实在听从祂的话，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，我就向

你的仇敌作仇敌，向你的对头作对头。我的使者要在你前面

行，领你到亚摩利人、赫人、比利洗人、迦南人、希未人、

耶布斯人那里去，我必将他们剪除。他们的神像，你不可跪

拜，不可事奉，也不可效法他们所作的；却要把神像尽行拆

毁，把他们的柱像打碎。 

你们要事奉耶和华你们的神，祂必赐福与你的粮和你的水，

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。你境内必没有坠胎的，不生育的；

我要使你满了你年日的数目。你所要敌挡的众民，我要使他

们在你面前惊骇、溃乱；又要使你一切的仇敌，转背逃跑。

我要打发大黄蜂在你前面，把希未人、迦南人、赫人从你面

前撵出去。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，免得地

变荒凉，田野的兽多起来害你。 我要渐渐地将他们从你面前

撵出去，直等你繁衍加多，承受那地为业。 我要定你的境界，

从红海直到非利士海，又从旷野直到大河；我要将那地的居

民交在你手中，你要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去。不可和他们并他

们的神立约。他们不可住在你的地上，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；

你若事奉他们的神，这必成为你的网罗。 

 

壹 在出埃及三章二节里，“耶和华的使者”这名称，主要

是指神的儿子基督，受神差遣拯救祂的百姓脱离他们受苦的

处境(参士六 12-22， 十三 3-22)： 

出 3:2 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中火焰里向摩西显现。摩西观看，

不料，荆棘被火烧着，却没有烧毁。 

根据出埃及三章二节和六节，耶和华的使者这位受差遣者，

就是差遣者耶和华自己（参亚二 6-11），而耶和华就是三一

神（出三 6、15）。 

出 3:6 又说，我是你父亲的神，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

雅各的神。摩西遮住脸，因为怕看神。 

 

贰 “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的神的使者，转到他们后边行走；

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住”——出十四 19： 

一 出埃及十四章十九节里神的使者就是那呼召摩西的耶和华

使者；耶和华的使者乃是基督作为神所差遣者——三 2、4。 

二 神所差遣者在以色列营前行走，这指明基督乃是带领百姓

的那一位。  

三 当神的使者行动时，柱子也动，表明使者和柱子乃是一；

基督与引导的灵是不能分开的——约十四 17-20，十六 13，

林后三 17，启五 6。 

约 14:17 就是实际的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祂，

也不认识祂；你们却认识祂，因祂与你们同住，且要在你们

里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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叁 在士师记二章一节里，耶和华的使者就是神自己，在祂

神圣的三一里作仆人服事祂的选民（参来一 14） 

士 2:1 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金，对以色列人说，我使

你们从埃及上来，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。我

又说，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； 

因为以色列没有作正确的妻子，这位作以色列丈夫、元首和

王的耶和华，就成了祂妻子的仆人, 祂来到妻子这里，不是

作丈夫、元首或王，乃是作耶和华的使者，就是耶和华所差

遣者（亚二 9-11）。既然以色列没有将耶和华当作元首，祂

就作仆人服事以色列；祂在士师记二章一至三节里对以色列

的话不是责备或命令，乃是一个仆人的劝戒。 

 

肆 在玛拉基三章一节，基督是立约的使者： 

玛 3:1 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，在我前面预备

道路；你们所寻求的主，必忽然来到祂的殿；立约的使者，

就是你们所羡慕的，快要来到。 

基督作为立约的使者，在复活中执行新约，作新约的保证，

藉着保证我们的罪已得赦免，并藉着将立约之三一神的丰富

分赐到我们里面，就使这约对我们成为实际（七 22，耶三一
31-34）。基督藉着死立定新约，藉着复活成为新约，又在祂

的昇天里成为新约的中保和保证，执行新约。遗嘱的执行者

责任很重大，因为遗嘱的一切能否兌现，都在于执行者；执

行者要将所有写在遗嘱里的权益，都确定给受益人。基督不

仅立定新约，也是这约的中保和保证，确定将新约执行在我

们身上；这包括使我们认识祂是神，使我们成为祂的子民，

并将律法写在我们里面，以及祂赦免我们一切的罪。这是很

甜美的，这一切不在于你的努力，乃在于祂这位执行者执行

新约。今天基督忙着将新约一切的遗赠，执行到祂的子民里

面。我们会失败、软弱，但这一位保证新约里的一切都要成

就在我们身上。主耶稣活在我们里面，也活在三层天上，祂

每天都在执行新约。 

 

伍 在启示录里，基督在祂神圣行政的工作中，是另一位天

使（使者）——七 2，八 3，十 1、5、9，十八 1： 

一 在启示录里，祂被称为“另一位天使”，就是独一、特别

的天使，因为祂是受神差遣，以完成神经纶的那一位。 

二 基督作为另一位天使，照顾神的子民，包括以色列子孙和

信徒： 

三 在八章三至五节，基督是另一位天使，借着作大祭司，带

着祂圣徒的祷告向神供职，执行神在地上的行政： 

四 在十章一至二节，基督作为另一位天使，来据有海与地。

祂一脚踏海，一脚踏地，表征祂是来据有全地（2 下）。虽

然地与海被神的仇敌所霸占，但有一天基督就不再容忍这个

霸占，祂要来取回祂合法的产业（诗二 8，二四 1）。 

五 基督在作为另一位天使所作的工作中，要来宣告神对大巴

比伦的审判，并在荣耀里显现，使全地成为神的国——启十

八 1～2，十一 15。 

 

在此我们可以归纳基督作使者为我们所作的五件事： 

第一，基督拯救我们，不只内在的拯救我们，也在我们一切

的苦难中拯救我们； 

第二，祂带领我们经过旷野，经过所有的试炼； 

第三，祂藉着恳求和劝戒服事我们； 

第四，祂极其忠信的执行新约； 

第五，祂执行神经纶的行政。 

在启示录中的基督，乃是神在地上经纶之神圣行政的执行者。

今天，世界不是被政治家或经济事务所推动；世界乃是被基

督所推动。基督是整个宇宙行政的执行者。 

 

陆 “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，在路上保护你，领你到我所预

备的地方去”——出二三 20， 

一  奉神差遣的基督在我们里面为神说话；我们若要据有祂，

就必须学习顺从祂的话；使者的话就是耶和华所说的，这有

力地证明使者与耶和华乃是一——21～22 节。 

二  占据美地的各个异族，表征我们天然生命不同的方面—

—23 节 

异族的神（偶像—24）及其背后的鬼魔（参林前十 20），代

表邪恶的属灵势力（弗六 12）。历史显示，美地上的异族是

以色列人犯罪得罪神的根源（参出二三 33）；这指明我们天

然的生命是我们罪的根源。在神眼中，凡按着天然生命生活

的人，无论行善或作恶，都是不断犯罪；因着天然生命阻挠

我们据有基督并享受基督，所以我们必须恨恶它（路十四
26），并且当我们在基督里长大时，必须乐意将天然生命撵

出去。 

三  出埃及二十三章二十五至二十六节的福，表征在属灵方

面，神要赐给我们粮（神的话——太四 4）以喂养我们，赐

给我们水（那灵——约七 37-39）以满足我们，使我们长大

且繁衍加多，并除去我们的疾病，使我们不至未成熟而死

（参林前十一 30，约壹五 16），乃要在神圣的生命里长大以

至于成熟，完全长成（弗四 13，西一 28），好得着包罗万有

的基督作我们的产业，给我们享受（腓三 8）。 

四  神不是一次就将我们天然的生命（由异族所表征）全部

剪除，因为这样作会使我们里面成为真空，有被鬼魔（由田

野的兽所表征）占据的危险（出二三 29，参太十二 43-45）。

神乃是按照我们在神圣生命里长大的程度，渐渐的，一点一

点的剪除我们的天然生命（出二三 30，参西二 19）。基督越

在我们里面扩增，祂就越顶替我们天然的生命。 

五  出二 31 这节的海与河表征死亡的水，旷野表征贫瘠。

应许之地是满了生命和多产果实的高地（申八 7-8），被水

和旷野环绕，这指明在基督这美地的实际之外，什么都没有，

只有死亡和贫瘠。与异族立约，表征与我们天然的生命妥协，

容忍我们天然的生命（出二三 32）。神应许要撵走异族，但

神的百姓必须与祂合作，主动的灭绝他们；基督越在我们里

面扩增，我们就越能与神合作，把天然的生命撵出。但愿我

们都照着本篇信息所说的，经历基督作耶和华的使者引领我

们得着应许之地。 

 


